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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医用口罩需求的现况，系统综述了医

用口罩的技术标准、制备工艺、防护效果及发展概况，分析和比较了各类医用口

罩在防护性能上的优势，并对其适用范围给出了合理建议。通过各类医用口罩技

术标准的对比研究，经过驻极处理的 GB19083—2010 医用防护口罩过滤效率最

高，其不低于 95%，适用于传染科或病毒科医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佩戴防护，

但存在透气性差、无抗菌性等方面的不足。经分析，高抗菌性、高抗病毒性、佩

戴舒适性的新型医用口罩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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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

19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masks in China,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preparation technology, protective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mask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he advantages of various 

medical masks in protective performance were also analyzed and 

compared.，then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masks were proposed. Results show that GB19083 — 2010 medical 

protective masks with electret treatment have the highest filtering 

efficiency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medical masks, which is not less than 

95%. It is suita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edical personnel and related staff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r viru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poor air permeability and no antibacterial property. 

In the analysis, the new type of medical masks with high antibacterial, high 

resistance to virus and comfortable wearing are the most desirable 

properties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medical masks; technical standards; preparation technology; protective 

effectiveness; application scope; 

 

医用口罩是指具有隔绝液体、细菌、病毒和防尘效果的一种医疗防护用纺织

品，适用于医疗人员在工作环境下使用。为防止医护人员鼻和口腔产生的细菌造

成手术伤口感染，同时对医护人员起到保护作用，医用口罩自 20 世纪初已开始

广泛使用[1-2]。无论是 2003年的 SARS 疫情[3], 2009 年的 H1N1 流感疫情[4]，还

是目前的新冠肺炎[5]，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还未进入临床推广时，防护口罩是阻

隔病毒传播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6]。 



呼吸道病毒在人类之间的传播可通过 3 种途径发生：（1）感染者与易感者之

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经污染的手和物品传播；（2）飞沫。感染者喷出的呼吸液

液滴直接进入易感者的呼吸道黏膜，为近距离传播；（3）气溶胶。在潮气呼吸和

咳嗽时可能出现包含病毒的更小的液滴[7-8]，蒸发后形成气溶胶(飞沫核)被易感

者吸入并沉积在呼吸道[9-10]，为远距离传播。因此，使用医用口罩作为物理屏蔽，

将是限制途径（2）、（3）传播的最有效方法[11]。 

近百余年来，我国使用的医用口罩一直是普通棉纱口罩，织物结构疏松，质

地松软厚重，并且没有很好的面部密合性。在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

(SARS-CoV) 引起的非典型肺炎时期，曾认为配戴大于 16 层的医用棉纱口罩可

以阻隔病毒，但在使用普通棉纱口罩的医院内发生了许多交叉感染。经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局测定，16 层普通棉纱口罩的过滤效率为 24%，24 层普通棉纱口罩的

过滤效率是 36.8%，对病毒并不具有明显的防护功能[12]。随着医疗卫生防护产品

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整体上已经开始使用由非织造材料制备的即用即弃式

一次性医用口罩。它与传统棉纱口罩相比，不仅能有效过滤飞沫和气溶胶，并且

具有吸气阻力较小、抗菌性能强等[13]多元化功能特性。 

本文对目前医用口罩的技术标准、生产工艺、防护性能进行分析和比较，对

各类医用口罩的适用范围给出合理建议，并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 

1.医用口罩的类型及技术标准 

常见口罩的类型及标准见表 1。中国标准主要是根据口罩对非油性颗粒物的

过滤效能和防液体渗透性能制定的；美国标准主要是根据口罩的过滤效能和滤材

亲油性制定；欧洲标准是根据防护粒子的固液态及穿透率制定。 

表 1 常见口罩类型及标准 

Table 1 Types and standards of common masks 

口罩类型 标准号 类别 

医用防护口罩 GB19083—2010 中国国家标准 

医用外科口罩 YY0469—2011 中国医药行业标准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YY/T0969—2013 中国医药行业标准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2626—2006 中国国家标准 

N95 ASTM F2011—2019 美国标准 



FFP2 EN 14683—2014 欧洲标准 

其中，GB2626—2006（KN 类、KP 类）为中国国家标准下的日常防护口罩，

对非油性颗粒物的过滤效率达到 95%以上，由于不具备防渗透功能，不可作为医

用防护口罩使用。 

1.1国内医用口罩标准 

目前，我国现行的医用口罩标准有 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14]、YY0469-2011《医用外科口罩》[15]、YY/T0969-2013《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16]三种，相应的技术标准见表 2，其中适合因数指在人佩戴口罩模拟作业活动过

程中，定量检测口罩外部检验剂浓度与漏入内部的浓度的比值。 

表 2 国内医用口罩的技术标准 

Table 2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medical masks 

 GB19083—2010 YY0469—2011 
YY/T0969—

2013 

鼻夹 
可塑性鼻夹，长度

≥8.5 cm 

可塑性鼻夹，长度

≥8.0 cm 

可塑性鼻

夹，长度≥

8.0 cm 

对非油性颗

粒的过滤效

率 

≥95% 

 

≥30% 

 

- 

合成血液穿

透阻隔 

将 2 mL 合成血液

以 10.7 kPa(80 mm 

Hg)压力喷向口罩,

口罩内侧不 

应出现渗透 

2 mL 合成血液以

16.0 kPa(120 mmHg)

压力喷向口罩，口

罩内侧面不应出现

渗透 

- 

细菌过滤效

率 
≥95% ≥95% ≥95% 

 

吸气阻力 

在气体流量为 85 

L/min 

在气流量为

（30±2） L/min 情

况下吸气阻力≤ 49 

口罩两侧面

进行气体交

换 



情况下,吸气阻力

应≤343.2 Pa(35 

mm H2O) 

Pa、呼气阻力≤ 

29.4 Pa 

的通气阻力

≤49 Pa/cm2 

细菌菌落总

数/ 

（ CFU·g-

1） 

≤200 ≤100 ≤100 

原发性刺激

指数 
≤1 ≤0.4 ≤0.4 

迟发型超敏

反应 
- - ≤1 级 

密合性 总适合因数≥100 - - 

外包装标识 
执行标准：

GB19083-2010 

执行标准：

YY0469-2011 

执行标准：

YY/T0969-

2013 

 

1.2美国医用口罩标准 

1995 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发布了粉尘类呼吸防护标准，

该标准建立了一个新的过滤器分类系统，将 9 类过滤器(3 个过滤等级和 3 个系

列的过滤器)区分开来，3 个过滤等级为 95%、99%和 99.97%，再进一步根据材

料的亲油性分为３个系列Ｎ、Ｐ、Ｒ。以 N95 型防护口罩为例：N 代表其滤材仅

适用于过滤非油性颗粒物，95 代表其过滤效率至少达到 95％[17]。其中，在我国

普及性较广的是 N95 型口罩，分为工业用和医用，但两者只有符合了 GB19083—

2010 中规定的细菌过滤效率标准，并且可以阻隔液体在特定压力下的喷溅，才

可以作为医用防护口罩来使用
[18]
。 

综上所述，各类医用口罩均对阻隔非油性颗粒物、阻隔细菌、规格、隔绝液

体等性能做出了相应规定，同时要求需要带有规定长度的鼻夹，以提高口罩与脸

部的贴合性。通过对表 2 的分析，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的标准明显要比

一次性医用口罩严格。但目前的标准仍然不够完善，3 类医用口罩中只有医用防



护口罩要求口罩的密合性为总适合因数≥100，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医用口罩

并未对其面部密合性做出明确标准；目前国际上对口罩呼吸阻力指标的最低要求

为在 85 L/min 的检测气流条件下，所有产品(无论过滤效率级别和面罩类型)的

吸气阻力一律不应高于 350 Pa,呼气阻力不高于 250 Pa
[19]，我国三类医用口罩相

对应的标准均符合要求，但是 3 种标准的衡量尺度并不统一，无法直接对比分

析；此外，医用口罩均忽略了对于口罩生产的纺织材料的防水透气性、速干性等

舒适性能的检验。 

2.医用口罩的研究现状 

以“医用口罩”为关键词，在万方中文数据库中搜索了近十年（2010—2019

年）发表的科技论文和专利。结果如图 1 所示，发表期刊论文 189 篇，专利 592

项，医用口罩类论文的年均发表数量为 18.9 篇/年，十年内总体发展平稳。通过

对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大数据统计可知，涉及较多的为医用口罩临床应用过程中的

“防护”“过滤”“感染”“结核”等高频关键词，而涉及到口罩原材料的“非织

造”“新材料”等词频较低，分别为 12 次和 8 次。初步推断，目前医用口罩的研

究集中于临床应用过程中的使用及防护，而对口罩原材料及功能化方面的研究开

展较少。而医用口罩类专利的数量自 2014 年起有了大幅的增加，2015 年比 2013

年增长了两倍左右，专利涉及到医用口罩的特殊功能化、结构设计优化等领域，

近几年在新型纤维材料、多元功能口罩等方面的专利明显增加，说明科研人员已

逐渐重视新材料、新功能在口罩中的应用，这已逐渐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

点。 



 

图 1 医用口罩类期刊论文和专利发表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 and pattern in medical masks  

目前，我国批量化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以符合 GB19083—2010 标准为主，

其对非油性颗粒物的过滤效率不低于 95%，并且可以阻挡液体渗透，具有很好的

防护性能。但由于其吸气阻力大不可长时间佩戴，且因为其规格固定，不能满足

每个人的脸部与口罩完美匹配，容易因面部不够贴合而降低防护性能。因此，研

究人员和企业开始从结构、材料、配件等方面着手研究新型的医用防护口罩。研

究人员[20]开发了一种具有良好透气性的医用防护口罩， THORNTON 利用三维

电子模型为特定用户定制医疗口罩[21]，冯强强[22]以棉纱和抗菌细旦丙纶长丝为原

料开发接结双层织物用作医用口罩材料，提高了热湿舒适性。同目前医用口罩规

格单一的设计比较，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口罩的密合性和透气性，增强

了医用防护口罩的防护效果和舒适性，减轻了佩戴过程中因吸气阻力大造成的呼

吸困难。虽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做到批量化生产，但却是未来医用口罩的发展新

趋势。 

科研人员开始研发具有特殊功能的新型医用口罩：医用呼吸药物加湿口罩，

通过内置药囊装置可有效避免外界病菌接触患者口腔，能够在患者口腔吸气过程

中实现雾化药物的流入[23]；具有独立通道的多功能口罩通过加装不同附件实现

在医用方面防病毒、防细菌，在民用方面防雾霾、防有毒气体，在特殊情况下可

用于火灾现场作为逃生工具[24]；新型手术室医用口罩可以为长时间工作的医生



补充水分、氧气和营养，并具有防尘、防气味的功能[25]。 

另外，一些关于抗菌性、抗病毒性的新型口罩材料和结构也正逐渐被开发。

Catel-Ferreira 等通过固定多酚分子对无纺布纤维过滤器表面进行化学改性以赋

予其抗病毒性能[26]；杨荆泉等[27]通过将生物抗菌剂 ε-PL 固定在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酯（PET）非织造布上研制出一种抗菌防护口罩；刘吉娜[28]制备了 UV 固化纳

米银抗菌无纺布。截至目前，国家和行业标准下的医用防护口罩并未对材料抗菌

性、抗病毒性有所规定，抗菌性和抗病毒性纺织材料可具有持久杀菌和抗病毒性

能，有效避免细菌或病毒附着在口罩表面的造成的二次传染，研究新型的抗菌、

抗病毒非织造布材料或织物结构将是未来医用防护口罩的发展方向之一。 

3.医用口罩的结构组成及生产工艺 

医用口罩一般由主体材料（医用非织造布）和其他材料（金属铝片、弹性

材料等）组成。标准的医用口罩一般采取将多层非织造布复合的形式，即由外

部防水层、中间过滤层及内部吸湿层 3 大部分构成。其中，医用外科口罩和一

次性医用口罩为平面型结构，医用防护口罩为三维拱形立体结构[29]。外层的非

织造布一般为纺黏法或热轧非织造布，经过防水处理可以有效防止外界的飞沫

进入口罩；中层为具有过滤作用的熔喷法非织造布，并采用驻极工艺进行改性

处理，以提高过滤层的过滤效率；内层为普通纺黏法、针刺法或水刺法非织造

布，用以吸湿，提高佩戴者的舒适性[30]。随后合并 3 层非织造布、缝合鼻梁

条、层叠、截断、热压固定挂耳绳、消毒灭菌制得平面型医用外科口罩或一次

性医用口罩；或者内层热压定型、制造外层面罩、切边、焊接鼻梁条、焊接耳

带、消毒灭菌等流程，制得医用防护口罩。 

其中最关键的是中间层熔喷非织造布的制备，目前基本上是由聚丙烯，其

为一种热塑性合成树脂，经熔融、纺丝、拉伸、定型等流程制得的聚丙烯纤

维。聚丙烯纤维随高速高压热空气流从喷丝孔喷出，并被牵伸成直径为 0.3~7.0 

μｍ的超细纤维均匀地铺在收集装置上，利用自身余热黏合成网，加固成布，最

后经驻极处理提高过滤效率[31]。 

医用口罩生产技术的关键在于对过滤层进行静电驻极处理，使其在原有的机

械阻隔基础上，增加了对空气中粒子的静电吸附作用，利用静电效应大幅提高口

罩的过滤效率[32-33]，一般采用电晕充电法、电晕放电法、高压极化法等。研究表



明，在适当范围内，滤料过滤效率的提高主要与以下 3 个因素有关：（1）滤料表

面平均静电势的提高[34]；（2）充电时间的增加[35]；（3）外界湿度的降低[36]。李鹏

程等[37]证明了通过驻极处理，20 g/m2 熔喷聚丙烯非织造材料的过滤效率由 26.5%

提升至 79.5%，40 g/m2熔喷聚丙烯非织造材料的过滤效率由 51.8%提升至 95.62%。

在过滤效率提高的同时，驻极体非织造布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室温下存储 6 个

月，过滤效率基本没有衰减[38]。胡树等[39]通过研究证明可采用二次驻极来使驻极

体非织造布具有更高的表面静电势，从而制备过滤效率更高的过滤材料。 

4.医用口罩的性能及适用范围 

医用防护口罩的主要性能包括面部密合性、过滤效率、过滤阻力、液体阻隔

性能、有效防护时间等，通过与医用外科口罩以及一次性医用口罩性能的比较(如

表 2 所示)。 

面部密合性检验的重要性在于，即便选择了高过滤效果的医用口罩，如果不

适合自己的脸型，同样也起不到防护作用[40]。医用防护口罩因其拱形设计，对大

部分脸型有较好的贴合，而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虽然有鼻夹，但

因其平面型设计不能贴合脸型，不能达到标准值。面部密合性从高到低排序为医

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综合颗粒过滤效率和细菌过

滤效率，三者的过滤效果排序为医用防护口罩＞于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吸气阻力从大到小排序为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液体阻隔性能从大到小排序为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医用口罩的适用范围（表 3）。 

在目前疫情紧急但是口罩紧张的情况下，为避免病毒的传播，负责救助患者

的医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使用医用防护口罩才能保证自身的防护，普通民

众在非高危环境下选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就可以起到防护作

用。 

表 3 医用口罩的适用范围 

Table 3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medical masks 

符合标准 口罩类型 适用范围 



 

GB19083 —

2010 

 

医用防护口罩 

适用于传染科或病毒科医务人员和

相关工作人员防护； 

适用于病毒实验室人员 

YY0469—2011 医用外科口罩 适用于临床医务人员在有创操作过

程中佩戴；适用于呼吸道传染病患

者 

YY/T0969—

2013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适用于一般医疗环境下的一次性卫

生护理 

 

目前，国内外皆没有对医用防护口罩的使用时间做出明确规定。部分医疗机

构建议每 4 h 换一只；邹自英等[41]建议使用时间为 2 h；杜建等[42]通过研究证明，

口罩佩带 2 天后，过滤效率依然保持在 95％以上，佩带 3 天后过滤效率降低至

94.7％。另有研究显示，医用防护口罩可以持续使用 6~8 h
[43]，但在出现呼吸困

难、口罩有部分损坏、口罩无法密合面部、口罩受污染等情况下应及时更换，医

务人员在高风险环境下应适当缩短时间。 

 

5.小结 

通过对各类医用口罩技术标准的对比研究，分析目前我国三类医用口罩的各

项防护性能，并对医用口罩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组成结构、生产工艺及适用

范围进行分析。得出目前我国三类医用口罩中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性能最佳的结论，

同时由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口罩短缺，应按照不同人群及场合合理选择合

适的医用口罩类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医用口罩正逐渐朝着特殊功能化、抗菌

性等方向发展，舒适性、适用性也在进一步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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